
第四章 黃天道的象徵與功能： 

從社群、經濟、文化、醫療諸面向探討分析民間宗教結社的

教義與儀式對於明清社會的影響 

 

 

宗教的教義與儀式不只是使神聖的劇碼一再重複地展演，更代表了該宗教開

始的初衷，意即精神、教旨的最終依歸與終極意義。在明清時期，民間社會的文

化、經濟與醫療等層面皆有輝煌的進展，帝國雖然擁有最高統治的權力，但卻仍

有許多的社會問題無法解決。而儒家的精神與倫理觀雖已成為中華文化的精髓，

並滲透影響到各不同層次的社會階層文化，但卻無法完全滿足部分人民的心靈渴

望。而明清民間宗教結社之所以會獲得廣大俗民的喜愛，一方面是其給予信徒救

渡超脫的保障；另一方面，則是彌補社會本身的不健全。所謂社會的不健全，並

非係僅指世俗財富的貧窮不均，或是階級地位貴賤等外擴的社會群體問題而已；

而需更進一地向內指涉個人的內在心靈。在人們心靈處於失落與迷惘的情境下，

藉由該教義理的啟蒙，以及透過儀式的實踐來超脫現實的侷限，追尋真我，走向

至上的境界。 

 

而這樣的宗教追尋難免會被官方與儒家文人解讀成是在直接挑戰現實既有

的制度，亦即上層意識型態所造就的結構性限制。從官方、儒家的角度而言，現

實制度就算是有再大的缺陷，卻深信唯有透過天命所賦予天子的權柄，經由其體

恤人民的施政仁心與德政，才能真正改善問題。1因此，皇帝不僅象徵為天的代

言者，其本身品行修養的良善與否，也成為天下是否能繼續維繫安定狀態的重要

                                                 
1 于本源以清代為例，他認為清王朝的皇帝與官員相當重視天的概念。他們不只是敬天，還相信

天人感應之說，而皇帝個人治國的德行實關係到一國的國運興衰。相關研究見于本源，《清王朝

的宗教政策》，頁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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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標。而處於下層的人民，他們所要盡的本分就是遵守綱常、安居樂業，一切

聽天由命。這樣的理念固然良好，但卻不一定能給人民更多的想像空間與心靈上

的滿足。2因此，民間宗教結社的出現著實彌補了這點缺憾，並給予信徒發揮無

限的可能性。但在救渡個人與社會的同時，卻也涉入「宗教」傾向與「政治」傾

向的模稜兩可，因而常成為官方眼中的政權威脅之一。 

 

民間宗教結社雖然在義理的本質上，與佛教、道教有所差異；但在實踐的方

法上，卻比兩教提供了較為方便的途徑。此外，它挑戰了現實的制度，像是女性

與男性在修行上的地位平等，並深信實踐儀式能使人人皆有能力擺脫命運的宰

制，因而獲得解脫。以下將以黃天道的教義、儀式做為探討的核心，從社會的社

群、經濟、文化與醫療等諸面向，透視分析其本身所代表的象徵與社會功能。另

外還探索黃天道吸引信仰者的特性，從此討論民間宗教結社對於明清社會所帶來

的相關衝擊與影響。 

 

第一節 社群面向：從個人的神秘體驗到群體意識的凝聚 

 

從宗教史的比較來談，早期基督教在未成為羅馬政府所允許的合法宗教之

前，基督教徒為了躲避帝國的迫害，因而秘密地下聚會、聽傳教人講道。3而這

樣以秘密方式進行結社活動的宗教團體，不只是在西方，就是在中國歷史上亦有

相近的發展。 

 

在明清兩朝以朝，宋朝官方查禁民間宗教結社的理由常與「夜聚曉散」一詞

                                                 
2 侯杰、范麗珠著，《中國民眾宗教意識》，頁 42。 
3 即「皇帝崇拜」一事，基督徒因信仰拒絕跪拜皇帝塑像，因而帶有嚴重的政治含意。相關研究

見蔡彥仁，〈第一、二世紀基督教天啟末世思想的演變〉，收錄于氏著《天啟與救贖：西洋上古

的末世思想》，頁 2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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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控有關。但弔詭的是，這樣「夜聚曉散」的群體行為的本質並非真正「秘密」，

反而往往是對外公開的。4而這群「夜聚曉散」之徒寧可冒著被官方查禁、全家

發配邊疆的風險也要繼續信教，到底所為為何？群眾「夜聚曉散」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教首與會主希望藉由聚會使信徒更為瞭解該教寶卷所宣講的義理。另一

方面，透過教主神秘的體驗與儀式不斷重複的展演，再一次凝聚信徒對該教的忠

誠與信心，並相信唯有儀式與義理的實踐，才可以脫離現世的苦難，因而歸本還

源，同登極樂淨土。以下藉由教義與儀式的內容，探討剖析黃天道如何使個人的

宗教救渡轉化為群體的宗教救渡，進而變成一個獨特的宗教社群。 

 

一、「無」：相對於存有的宇宙觀 

 

「無」字是寶卷裡常用的一種論述方式，諸如「無生」、「無上」、「無有」、「無

極」，認為宇宙的本質是源自於「有無」，無窮無盡、無生無死之意。清代地方官

員黃育楩曾嚴厲批判民間宗教結社皆為邪教，並認為其無生之說俱係仿佛教「無

生無滅」之說。他在《破邪詳辯》一書提到： 

噫，無生必至於滅，而又曰無滅，及無物不有無時不然之充塞無間也。無 

滅必原于生，而又曰無生，即其始無端其終無既之循環無窮也。四字相連， 

其義尚通。今邪教截去無滅兩字，而但云無生，不通極矣。5

又說「無生父母」一詞： 

又于無生之下加以父母二字，則愈不通。視觀人家男女相配而始成夫妻， 

夫妻生子而始稱父母，既曰無生，則無兒女，又為誰之父母乎？ 

就黃育楩而言，「無生父母」的觀念是相當荒誕無理的。他認為真正的天地之道

應 

                                                 
4 歐大年（Daniel L. Overmyer）著，劉心勇等譯，《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第二章〈長生教：

一個恰當的例證〉，頁 11。 
5 黃育楩，《破邪詳辯》，卷三。見清史資料，第三輯，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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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生」而非「無」，意即易理所謂「太極生兩儀，兩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之說，以及河圖五行相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金，天五生

土。」並再搭配乾坤，生成宇宙，始有萬物兒女。6就邏輯上而言，黃氏之言雖

有道理，但他卻忘了此說是民間宗教結社的宇宙觀，係另一種思維的表現。 

 

「無」的使用，不只是文字的述說，也不是真的虛空無有一物，而是對於現

世社會本質的一種否定態度。在黃天道的早期經典中曾提及： 

世界東土苦海婆娑，貪戀塵世之苦，妄上生，妄無足無厭，不守一性之真。

身外貪求，染污自己，靈光不得出期，串輪迴，無休無歇。7

黃天道認為塵世係苦海，並且污染人本身的靈性，因而掉入無止盡的輪迴。因此

若能經由真人的指訣，先受三皈五戒，經由禪定來頓悟無生。之後，就能： 

     天無圓缺人無老，人無生死月常明。無饑無餓無寒暑，無染無污自清涼。 

壽活八萬一千歲，十八童顏不老年。一年八百一十日，九甲天圓有誰明。 

一十八月為一歲，十八時辰晝夜巡。八十一度先天炁，一百六十二候真。 

一百四十四刻轉，不錯分毫最難明。一月四十零五日，一甲整按九十宮。8

以上所說意謂黃天道所授之法是要使一切變得美好無缺，沒有生死輪迴，壽與天

長。在強調現況痛苦的同時，由「無」的觀念出發，認識世界、宇宙的最終本質，

並藉此成為群體的共識。因此，黃天道的目的不只是要向信徒訴說其願景，更強

調信徒能透過修行頓悟，使現況改變，回歸本源。 

 

二、「明暗」與「善惡」：二元對立的隱喻 

 

「明暗」、「善惡」對立的想法，並非中國民間宗教結社自創，實係來自摩尼

                                                 
6 同上。 
7《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淨垢如來分第十二〉。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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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傳入的「二宗三際」之說。9而若要再回溯此說源頭，則與古代波斯文明的

祆教Zoroastrianism、基督教諾斯底教派Gnostic及印度宗教有關。10

 

黃天道身為明清其一的民間宗教結社，也承繼這樣的觀念。他們認為世間的

一切事物皆處在沈淪於輪迴的狀況，而人類在這樣昏暗不明的氛圍之中，唯有透

過修行之道才能解脫。雖然這種否定應是單純宗教意涵的隱喻，實指涉人類本質

與根源的問題；但也因用詞的語意曖昧，因而常被認為是在影射為政者的腐敗。

而宗教教主出現的隱喻，原本是宣告救渡的來臨，但也可能被解讀成亂世中的救

世主，因而具有改朝換代的引伸意涵。11但若就黃天道經典來看，「明暗」、「善惡」

應屬於前者，而非後者。 

 

「明暗」，在黃天道裡係指太陽的光明與混沌的昏暗對比，亦或引伸為性靈

的靈光與迷濁。黃天道是個拜太陽、月亮的宗教，而日月雖為一陽一陰，但皆能

放射出普照萬物的光芒，日夜不眠不休。因此，其信徒皆深信其教主所綻放的靈

光，能指點他們迷津，只要不斷地日夜修行，就能吸取天地日月之精華，超脫凡

俗。 

 

在黃天道信眾所認知的諸神位階，教主普明即是太陽的化身，其妻普照為太

陰的化身。夫妻兩儀一乾一坤，生三才、四相與五行。12此外，該教亦認為太陽

                                                 
9  韓秉方認為中國民間宗教「善惡」、「明暗」的觀念源自摩尼教「二宗三際」之說，而這種說

法對於備受統治者壓迫的人民有很大的吸引力，因此被民間宗教的創教祖師吸收改造，借以形

成「破暗通明」，以獲得靈魂的解脫。相關討論見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三章，

頁 99-100。 
10 林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摩尼的二宗三際論及其起源初探〉，頁 23。 
11  歐大年Daniel L. Overmyer認為救世主的來臨意謂著進入全新的社會關係與時間範疇的新世

界，在宗教意義上應是「革命者」，而不是「改良者」。以上論述見氏著《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

究》，頁 179-181。 
12 《太陽開天立極億化諸佛歸一寶卷》，〈太陽化過現未來歸一品第七〉，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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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與重要性超過太陰，因而奉太陽為尊，其教內經典提到： 

混沌乾坤如鵝卵，太陽初出便開分。本是諸佛法船生，囫圇轉誦到如今。13

混沌乾坤意指目前的世界，昏暗不明。太陽則象徵普明本人，他為了救眾生脫離

苦難，坐法船傳法度化眾生。而普明還不只是太陽的象徵，更為未來之佛。因為

在其經典提到： 

昔燃燈按天地行功，果為無極稱過去教主。梵王太子九修十煉，果證現在 

釋迦。普明禪師在膳房村燒丹煉藥，九蓮池脫胎換體化未來皇極之位。老 

祖（指普明與普照）開天立極億化諸佛，豈非聖翁聖母也。14

太陽不但化生萬物、普照四洲，就現世而言，也為過去人世的明君、賢王。其經

偈曰： 

鴻濛初判未通明，威音以後走西東。只為靈光各夜照，借名出祖號燃燈。⋯⋯ 

女媧伏羲從治世，軒轅皇帝造衣巾。文王有道生百子，周朝扶立三教尊。

神農皇帝嚐五穀，堯王讓位是賢君。諸佛萬物隨時發，太陽千百億化身。
15

 

     除了「明暗」的對比之外，「

                                                

善惡」的對比，亦為該教論述的要點。「善惡」

不只是行為上的區別，亦指決定該行為的「心」，選擇要走向「天堂」或走向「地

獄」，這樣兩極化的未來。而黃天道引用「善惡」隱喻，亦係要奉勸執迷不悟的

為惡者當即時改惡行善，以免墮入地獄。像「目連救母」的故事，即是強調造業

的報應。其經曰： 

天堂地獄總是佛，由人心下定干戈。善惡到頭終有報，誰肯回頭念彌陀。16

選擇天堂或地獄，皆是人的自由意志；而強調地獄之說，實可深化信徒對於現世

危機的意識。關於地獄之說的實際情境描述，在該經中偈曰： 

 
13 《太陽開天立極億化諸佛歸一寶卷》，卷上，頁 1。 
14  同上，頁 11-12。 
15  同上，頁 151-152。 
16 《佛說利生了義寶卷》，〈劉氏墮幽冥連慧眼遙觀分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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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氏造罪無邊岸，取入幽冥地獄中。油（金＋掌）火鏊從頭受，刀山刃樹 

不容情。寒冰出來火坑進，錐磨研碎罪不輕。鐵犁耕了鋸又解，割舌地獄 

血淋淋。⋯⋯17

 

善惡報應為民間普遍盛行之說，在黃天道亦然，而其殊勝之處即是強調修行

可以泯惡揚善。雖有罪業纏身，其消除之法，可藉由點化入道，將五慾心、六根

塵徹底清除18，並誠心向佛，念佛號與行儀式19。而此特性，也一直流傳至民國時

期，當地人仍稱該教人為「善人」20，足可證明行善為該教主要外顯的特質之一。 

 

三、人我分際：區別邪妄與無為妙法 

 

雖然世人曾為老母懷中的九十六億原人，但若未接受師傅的點傳與授道，仍

是失鄉兒女，只得墮入輪迴受苦。因此，如何避免輪迴的折磨必然係黃天道信徒

所面對的一大難關，而突破輪迴的關鍵即是要先悟道，亦即通三關九竅，悟徹無

為妙法。在黃天道的經典裡提到： 

西來一卷無字經，大地眾生眼目昏。五行四相生前路，不離一字了三乘。 

法身體若太虛空，杳杳冥冥亦無形。古佛留下真玄妙，娑婆苦海度迷人。 

崑崙頂上一金馬，十二時中似水流。三關九竅一氣透，光明照徹四神州。 

文一通來法一通，纔是修行辦道人。悟徹無為生前理，萬性原是一華生。21

除了追求悟道之外，還要區分人我，辨別邪妄與無為妙法的不同。該教認為，修

行求道者雖然眾多，但多求妄法，實際能悟道者鮮少。唯有信黃天道，才是正途，

                                                 
17  同上。 
18  同上，〈甘露點化男女皆得我佛之心分第二十七〉。 
19 《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善遊步如來分第三十二〉提到：「慈悲心，休殺害，與佛同明。

守齋戒，常清淨，行住坐臥。捨身心，供諸佛，普施賢人。」 
20  李世瑜，《現代華北秘密宗教》，頁 15。 
21 《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龍尊王如來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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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喚醒迷人，金丹九轉脫凡胎。如其經曰： 

     ⋯⋯奉勸你，有緣人遇真僧得回程，二六時中加功運。說破了，古真人人

都有生，晝夜隨佛都有金光，映照群生，和合萬類。原通著，古靈文，無

緣得，也難逢。眼根前，不認真，瞞心昧。已胡談論無為法，自生不在你。

假稱當空掛起一顆懸圓鏡，鬼神驚，真言到處，原來也不脫空。真經意，

不難求。意真香，似水流。江湖河海穿連，透陰陽有返週。性命要兩投，

人人生死要作做。赴瀛洲，金丹九轉。脫凡胎，掛皇都。22

 

悟道者，不只講求個人性靈上的開通。他們對於現世苦難的解讀，認為本質

係倏忽虛景，曇花一現。就算一般人努力追求功名脫離困境，但因起心貪妄違背

性情，終究是付之闕如。因此要去修真養性，才是正途。
23這樣的態度與認知，

造就悟道信徒們彼此間的共識，群聚聆聽寶卷所揭示的真理，久而久之，因而形

成一個特殊的宗教社群。 

 

四、歸本還源：從個人的宗教救度到群體的宗教救度 

 

道教學者李豐楙曾從六朝道教的「救劫」與「度劫」，剖析民間宗教結社的

終末論係融合佛教三期末劫與道教的種民之說。並認為其追求理想世界的終末

論，與道教企求太平之說，不無二致，實可確定「救劫」就是民間宗教的主題。

24並且從寶卷與官方資料來看，終末論eschatology的確是民間宗教結社的宇宙觀與

主要訴求，更可被視為是官方查禁的首要因素。而此類終末論的表現，有時是「宗

                                                 
22  同上，〈離垢如來分第十二‧黃鶯兒〉。 
23  同上，〈娑留那如來分第十六〉提到：「⋯⋯苦下功，數十載，也是虛名。大限至，手腳忙，

還入苦海。 財色心，未能了，妄想貪塵。做高官，管萬民，身圖快樂。虛花景，忽一忽，又入

幽冥。十世修，一世丟，貧窮下賤。盜賊心，常不滅，害人之情。」 

24  李豐楙，〈救劫與度劫：道教與明末民間宗教的末世性格〉，收錄于《道教與民間宗教論集》，

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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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傾向」，有時則採取更積極地自我救度，亦即「政治傾向」，投入革命與反亂。

25但實際上，民間宗教結社的本質究竟是「宗教傾向」或「政治傾向」，實難從歷

史的官方資料、寶卷就能馬上確定。 

 

從黃天道的經典教義來看，其終末論係要「歸本還源」；但其終末論在現實

上缺乏表現，意即在其歷史的發展裡，未曾見到實際參與政治革命的活動。分析

其因，正是該教本質係要追求「宗教」上的度脫，而非「政治」的變革。 

 

「歸本還源」，除了追求信仰者本身的解脫，另一層意涵則是群體的救贖，

即救度九十六億原人，回歸真空家鄉。而就意義上來談，後者實踐的重要性更甚

於前者。關於此點，黃天道後期的經典提到： 

 ⋯⋯諸眾生，開寶卷，自得分明。談古今，論天地，諸人通明。發卷佛，

也是他，凡人修成。修無為，成正覺，頓破天地。一靈性，走天宮，住在

雷音。留寶卷，與後人，為之眼目。傳與人，後輩人，同修佛因。⋯⋯講

三乘，說妙法，發卷取經。度皇宮，一個個，當空了道。度文武，受妙偈，

了死超生。度天神，一位位，轉成祖佛。度地藏，和十王，出離幽冥。度

四生，並六道，胎卵濕化。 度一切，九祖先，滿地靈魂。度家眷，成佛祖，

雲盤安定。度諸眾，男共女，齊赴雲城。度盡了，一切生，圓佛心願。度

三教，儒釋道，同上天宮。26

黃天道認為萬物本質皆同，無分人我。因此普明佛開卷宣教不只要向內追求自己

的悟道與修無為法，還要向外授道度化世人、度盡一切眾生，以圓佛心之願。 

 

第二節 經濟面向：現世與來世的報酬 

                                                 
25  前揭書，頁 71。 
26 《普靜如來鑰匙通天寶卷》，〈鑰匙佛如來開三乘分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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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道自成一個獨特的社群、擁有共同的儀式與理念，它還提供信徒現世與

來世的報酬。馬西沙曾言：黃天道在明末至清中期，在華北地區舉行齋醮法會、

喪葬請懺，甚至還有「請經」習俗，意即每次要向教首等人借閱經懺，都要繳納

銀兩，以示虔誠。27若就目前所蒐集到的資料來看，並無提及黃天道向信徒收多

少錢做法事，以及信徒貢獻給該教多少錢、多久一次。雖然資料缺乏，但可以從

其他的檔案資料略推民間宗教結社的錢財來源與使用目的，以便進一步瞭解人民

捐錢的背後動機與實質的宗教意義。 

 

關於民間宗教結社的錢財來源，莊吉發、邱麗娟皆寫過專文討論。
28就錢財

捐贈的用途來談，一般可區分為為消災祈福的做會、上供與念經、超渡亡魂、互

助救濟等。29若就捐贈名目來談，最基本可分為根基錢30、香錢31、跟賬錢32等多種

名目。以下分別從宗教所給予的現世的報酬與來世的報酬來討論黃天道與民間宗

教結社的經濟面向。 

 

一、現世的報酬：消災祈福、互助救濟與錢財的累積 

 

                                                 
27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63。 
28  見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第八章〈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來源與經 

費運用〉。以及邱麗娟，〈來生富貴：清代乾嘉年間八卦教的資金來源〉，收錄于《史耘》，第

3-4 期，1998年。 

29  見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第八章〈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來源與經

費運用〉，頁 449-475。 
30  根基錢，可以消災免難，亦是善男信女今生種善根奠福基的實踐。相關研究見前揭書，頁 456。 
31  香錢又稱「香資」、「香油錢」、「香燭錢」，是民間宗教結社在祭祀鬼神時，信徒佈施給教首

的錢文。相關研究見前揭書，頁 452。 
32  跟賑錢是信徒在給師傅根基錢之後，每逢清明、中元時節所再給的錢文。相關研究見前揭書，

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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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道能長久在華北地區生存的因素，除了其信仰提供人民心靈的依歸之

外，另一部份就是生活上的實質功能，那就是消災祈福與互助救濟的功能，亦即

宗教所給予人民的現世報酬。 

 

（一）消災祈福 

關於消災祈福的功能部分，根據乾隆時期黃天道信徒的口供，黃天道在華北

大興道場，其道場做會分為兩種不同類型，其一是宗教時節，其二是喪葬的法會。

33馬西沙認為：黃天道法會因受廣大民眾喜愛而興盛，與明世宗嘉靖帝「好鬼神

事」、「日事齋醮」有關。34嘉靖帝不只是信奉道教符籙派，也愛丹鼎派內外丹之

術。因為他信奉道教，影響社會甚大，使道士地位提昇。李賓的悟道與黃天道的

發跡，也正是此大環境所造就的結果。
35若先撇開以上是否是俗民迷信的問題，

黃天道的確部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求。首先，特別是當人民生病、諸事不順、

以及死亡等問題的處理，黃天道正可提供比佛教、道教更為方便便宜的請經、做

會。再者，黃天道可能也向其他民間宗教結社一樣，為當地較為貧苦的人民提供

免費做會、治病消災，並因靈驗因而吸引更多的人民加入。36  

 

（二）互助救濟與錢財的累積 

互助救濟的功能，也是人民會去信仰民間宗教結社的因素之一。明清時期社

會結構改變，人口遽增加速了地方的流動，使原本是以宗族血緣關係為紐帶的華

北地區，轉變成以地緣、經濟因素為紐帶的區域。37而加入民間宗教結社等於是

                                                 
33《軍機處錄副奏折》，乾隆二十八年四月二日李繼印供詞，收錄于《歷史檔案》（北京：歷史檔

案雜誌社，1990 年 8月），第三十九期，〈乾隆二十八年萬全縣碧天寺黃天道教案〉，頁 38-39。 
34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65。 
35 同上。 
36 諸如大乘教、一炷香教免費為人超渡、消災祈福。相關研究見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

秘密宗教史研究》，第八章，頁 449-450。 
37 洪武永樂年間，政府督促華北農民種植棉花，因而帶動紡織業的興起。並加上軍屯移民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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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一個互助的地域化的共同社群，在信徒需要幫助的時候，則給予經濟上的援

助。38或則是藉由向信眾佈施、募款累積而來的錢，在地方修橋造路、施粥與施

藥，大行樂善好施的社會公益活動。39

 

關於錢財累積的功能，學者邱麗娟從「來生富貴」的經濟面向剖析民間宗教

結社的盛行原因。40她認為，許多教首的出身背景皆是貧困之人，在其創教之後，

則大肆鼓吹人民入教後可以來生富貴、脫離現世的貧困。除此之外，教徒在日後

取得該教教職之後，不但得以透過職務傳教，並可向剛加入信眾收錢。因為如此，

民間宗教結社在傳教與入教的同時，都帶有經濟上的誘因，因而使居於社會階層

下層的人士熱衷於信教，發展蓬勃迅速，也造就了教團的教首與其家族雄厚的財

力。
41像黃天道這樣的教團因而可以刊印遺留一部部精美的寶卷、寶懺，足可印

證其信仰的榮景。42

 

二、來世的報酬：解脫與歸本還源的保證 

 

對於信仰黃天道的教民而言，解脫與歸本還源不但是修行求道的最後目的，

亦是該教信徒獲取來世報酬的保證與信教的誘因。信徒在追求解脫的最終目標之

前，行善積德被視作是該教解脫之道必須遵守準則之一。因此該教強調行善積德

的目的，不只是為了消除人們現世累積的罪業，另一層意義則是要完全悟道，藉

                                                                                                                                            
的因素，造就地方的新社群，打破了華北原本以宗族為主的血緣紐帶關係。相關研究見葛劍雄，

《中國移民史》，第五卷，頁 483-502。 
38 如無為教教徒李文振勸人入教，收受信眾根基錢，見教中有貧困的人們，就將積存的根基錢 

作為周濟信徒之用。相關研究見前揭書，頁 472。 
39 前揭書，頁 469-471。 
40 相關研究見邱麗娟，〈來生富貴：清乾嘉年間華北地區民間秘密宗教的經費來源與流向〉，收

錄于《財政與近代歷史論文集》（台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年）。 

41 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第八章，頁 473-475。 
42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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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脫輪迴的苦難。而傳教者為了開導迷途眾生，藉由黃天道的教義指出一切的

苦難與罪業皆與人的慾望有關，特別是殺生、飲酒的慾望會引發邪念、亂性，害

人無窮無盡。其經曰： 

⋯⋯若知清淨無為本無一物，微塵世界愚迷濁子不知了義。口貪美味殺害

牲靈，飲酒無足無厭，邪婬惡口傷人，皆因酒引混亂真性。造業如山，深

如大海，不能出期。若人返照忽思地獄之苦，早發菩提善心，久遠為道將

業苦自消。43

而發菩提心、為道之意，即是要教民誠心信教，多行善事。之後就能知本性與清

淨心靈，並且能解脫、躲避輪迴，回歸老母的懷抱。44而黃天道的解脫、躲避輪

迴的境界，實混合佛教與道教的思想，係要藉由修道煉丹之法，煉就「金剛不壞

之體」，並且「撞出輪迴」、「頓悟無生玄妙」，永續長生，與日月長存。
45此超凡

入聖的境界即意指修行「得道之人棄世之後，即是登仙之時。」46

     

第三節   文化面向：承接與衝擊 

 

民間宗教結社對於明清社會顯著的影響，它不只承接以往大傳統的文化特

質，還造成文化上的衝擊。大傳統文化的承接，係指寶卷所帶來的教化娛樂功能；

文化上的衝擊，則是指男女地位的平等與男女混雜的問題。以下將分別敘述： 

 

一、承接大傳統：寶卷的教化娛樂功能 

                                                 
43 《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無量掬光如來分第二十〉。 
44 同上，〈紅焰帝幢如來分第二十九〉提到：「善男女發信心，休要貪苦塵輪。人人只要心清淨，

浮雲退盡，光明顯照，得恆沙徹底清，那時那有貪塵病。只見我三千功滿，朝圓洞參見無生。」 
45 《普明如來無為了義寶卷》，〈離垢如來分第十二〉。 
46 引文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50-452。馬西沙認為黃天道結丹修行

最後是要成佛，但「佛」在實質意義上與道教的「仙」不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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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豐楙指出，明代萬曆以後代表通俗文化的宗教書籍之所以能夠大量刊行，

與教育、人口膨脹壓力等因素有關。47人口增加，對於通俗文化與宗教的需求增

加，因而造就明清民間宗教結社的勃興。而通俗文化中的勸善書、功過格，也代

表佛、道兩教不得不面對社會的實際需要，做出某種程度的調整，以便使民眾更

能簡單瞭解而可以接受。48

 

而相對於佛、道兩教精深文言的經文，民間宗教結社則提供另一種通俗易懂

的選擇，那即是「寶卷」。49諸教的寶卷皆係雜揉佛、道、儒三教的思想，透過通

俗的話語來解釋三教的義理精髓，因而形成一個全新的「小傳統」。此外，寶卷

也非只限於單一教內使用，因為大量刊行，也能各教內流通，因此諸教在教義上

咸有相似之處。
50而當教首、傳教者在宣揚宗教信仰的同時，也達到教化娛樂的

功能。透過公開的宣講與鄉民們之間的口耳相傳，吸引更多成員的加入，增進習

教的風氣。 

 

（一）教化功能：「戒貪欲」與「善惡有報」 

教化功能，相較於儒家三綱五常的倫理觀，黃天道採取與佛、道戒律類似的

嚴苛戒規。這些戒規本身不但具有宗教上的象徵意義，也有規勸世人的教化功

能。諸如黃天道《佛說利生了義寶卷》有提到「戒貪欲」、「善惡有報」等觀念，

關於「戒貪欲」的觀念，該經偈有提到： 

                                                 
47 李豐楙，〈救劫與度劫：道教與明末民間宗教的末世性格〉，收錄于《道教與民間宗教論集》，

頁 56。 
48 前揭書，頁 57。 
49 關於寶卷的形式，車錫倫認為可分為：（1）繼承前期佛教寶卷形式的寶卷（2）模仿佛教懺法

的寶卷（3）一般說唱形式的寶卷。相關研究見氏著〈明清民間教派寶卷的形式和演唱形態〉，

收錄于《信仰、教化、娛樂：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頁 91-118。 
50 車錫倫，《信仰、教化、娛樂：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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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戒本是戒性情，不齋不戒犯真空。酒色財氣成虛望，空中難昧古圓通。

迷人不識真佛面，閻王勾取不饒人。吃了酒得送無間，吃了肉得還性命。 

無義之財身還債，他人之色鐵蒸籠。有等迷混持齋者，朝朝日日醉醺醺。 

問他因何不戒酒，酒為素來不為葷。有等持齋還殺賣，圖財治命宰性靈。 

這些都犯天條罪，知法犯法罪加增。強言賴語人難勸，三曹對案說不容。 

造業男女昧了真空，強言自誇能犯了，天條罪不容情，閻王鐵面送在幽冥， 

身受重罪休怨老無生。 51  

一般法律是在規範一個人的外在行為，黃天道則強調內在意念的重要性，意即貪

欲本身不但是虛空，並且還會迷惑人的心靈。喝酒、吃肉、無義之財與迷他人之

色都是不可取的外在的行為，並會罪業纏身。內在意念部分，黃天道強調內心亦

當戒慾念，意即比起犯錯誤的行為，戒心更為重要。就算是想以推託之詞強言沒

有犯以上這些罪過，到了陰曹地府仍得面對閻羅王的法眼，難逃怒犯天條的罪

名，終究要在地獄受罪懲罰。 

 

除了嚴厲的告誡以外，黃天道還以柔性的說詞奉勸人們「善惡有報」，而重

點是行善的結果。正如「目連救母」的故事一樣
52
，目連尊者在成佛之前，為劉

員外與其妻劉氏所生。劉員外為感謝上天賜子，一邊修齋設醮報答天地，一邊捨

盡萬貫家財布施僧侶，以祈求其子長命。而劉員外死後，也因善行而歸天享福。

劉員外死後，目連的母親劉氏卻反其道而行「避其善門，毀謗真經，打僧罵道，

口貪美味，殺害牲靈，造罪重如泰山，墮業深似湖海。」劉氏死後獲得報應，墮

入十八層地獄受無間之苦，53借此奉勸世人切勿重蹈劉氏的罪業，應當多行善、

修行，像目連尊者一樣成佛。 

                                                 
51 《佛說利生了義寶卷》，〈陽世間男合女貪酒肉財色分第十〉。 
52 同上，〈目連學道劉氏作業分第三〉。 
53 同上，〈劉氏墮幽冥目連慧眼遙觀分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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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娛樂功能：寶卷的宣唱  

從寶卷的結構來看，實分為「詩贊」與「俗曲」兩種演唱的形式，民間宗教

結社也以此向俗民宣教，並帶有娛樂的意味。54關於演唱的方法，清代地方官員

黃育楩在其書《破邪詳辨》（卷三）有提到： 

嘗觀民間演戲，有崑腔班戲，多用﹝清江引﹞、﹝駐雲飛﹞、﹝黃鶯兒﹞、

﹝白蓮詞﹞等種種曲名，今邪經亦用此等曲名，按拍合板，便於歌唱，全

與崑腔班戲文相似。又觀梆子腔戲多用三字兩句、四字一句，名為「十字

亂談」，今邪經亦三字兩句、四字一句，重三複四，雜亂無章，全與梆子

腔戲文相似。再查邪經白文，鄙陋不堪，恰似戲上發白之語，又似股兒詞

中之語。邪經﹝哭五經﹞曲，卷卷皆有，粗俗更甚，又似民間打拾不開、

打蓮花樂者所唱之語。
55

黃育楩認為邪經皆抄襲崑腔班戲，並且鄙陋粗俗不堪，但卻忽略這些寶卷的宗教

的寶卷主要是針對大多不識字的俗民，並且是在其信仰活動中演唱，藉由說唱形

式來宣講教理、修持法門等，實收教化與娛樂之效。56

 

二、小傳統的衝擊：男女地位的平等與男女混雜的問題 

 

（一）男女地位的平等 

民間宗教結社的發展歷史裡，婦女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兩者之間有著不可

言喻的互益關係。若從小傳統的角度指出，廣大婦女的參與使民間宗教結社的教

                                                 
54 車錫倫，〈明清民間教派寶卷的形式和演唱形態〉，收錄于《信仰、教化、娛樂：中國寶卷研

究及其他》，頁 91-118。 
55 引文自《清史資料》，第三輯，頁 59。 
56 同註 55，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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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大為擴展，而婦女也在宗教中獲得崇高的地位57，例如擔任女教首、女點傳師

等。另一方面，寶卷中所塑造的多種女性形象，則滿足心靈的需求與不同社會的

角色扮演58。喻松青認為，寶卷所說的男女平等關係是一種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樸

素觀念，意即傳統的「陰陽」之說，而這樣的觀念也表露民間宗教結社對於女性

的尊敬與信任，關切與同情。59洪美華則從現代的觀點來看認為，認為女性在宗

教上的地位雖有所提昇，卻仍無法脫離大傳統倫常禮教的束縛，因此仍與現在女

性平權的議題有所落差，不具有實質的改革意義。60但若就當時社會風氣來看，

婦女能有宗教上的地位與象徵意義實已難得，畢竟他們所追尋的是宗教上的解

脫，而非要改變社會禮教的不平等問題。 

 

（二）男女混雜問題 

男女混雜的問題，向來是民間宗教結社最為人所詬病之處。原因在於男女混

雜與儒家禮教不合，並且會衍生許多與社會道德規範相左的問題。
61清代地方官

員黃育楩批評曾對此是「男女混雜，恣行淫欲，業已習慣自然矣。」62喻松青則

站在中肯的立場，認為黃氏的批評完全是只看到表面，並將男女混雜的行為，必

然歸結到恣行淫欲，但卻未看到這樣的行為常與醫學、修煉、求子、方術等有關。

63不過可以確定的是，民間宗教結社的思想多少對於封建三綱之中「夫為妻綱」

造成衝擊，不然也不會引起官員、儒家文人的批判。而因為女性在宗教地位的提

昇，不再是以男性獨尊，而是要講求陰陽調合，缺一不可。進一步地，女性因而

                                                 
57 在黃天道裡，普明為太陽的象徵，普光則被視為是月亮的象徵，教內通稱這兩位為「太陽公

公」與「太陰奶奶」。 
58 喻松青，〈明清時間民間秘密宗教中的女性〉，收錄于《明清白蓮教研究》，頁 299-300。 

59 前揭書，頁 295-296。 
60 洪美華，《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年）。 

61 像是調戲良家婦女、通姦等不道德的行為，見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

頁 520-521。 
62 引文自《清史資料》，第三輯，頁 43。 
63 同註 60，頁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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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身體、心靈上獲得更多自由，並自主追求解脫的道路。 

 

第四節    醫療面向：永續長生之法 

 

黃天道能夠在華北地區持續地發展，實來自於其醫療功能的發揮。明清時

期，醫療技術雖然已邁入高峰，但仍無法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民眾因而紛紛求

醫於民俗醫療、地方巫覡，或是尋求宗教的幫助。64而黃天道所給予的幫助，不

只是身體生理疾病的醫治，還包括心理、性靈的治療，企求使人回歸到完整的個

體，進而達到解脫。 

 

黃天道對於疾病的醫治，與一般民間宗教結社的方法相同，皆採用符籙、懺

法、請經等替民消災解厄。
65但是，若要真正解除疾病根源，除了念經誦佛的方

法之外，還要透過該教的長生修行法門，亦即男女的內丹雙修，缺一不可。其修

行之法，在《普靜如來鑰匙通天寶卷》有詳細記載： 

      ⋯⋯精神氣全採天，努力行功，和合四相，通達五行，將諸精氣血煉在一

處，明為狀乎？⋯⋯一夫婦一陰陽和合，善男子、善女子同習修煉。男採

先天真乙之精成佛，女採先天真乙之神，菩薩之體⋯⋯⋯。 

男女修行之法意旨在於兩人各採集先天真乙之精、真乙之神，借由「四相和合」

66、「五行通達」67，夫婦同時修煉「陰陽和合」之術，將身體的精、氣、血聚集

                                                 
64 關於民間宗教結社的醫療特色，見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491-512。 
65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八章，頁 461-463。 
66 「四相」亦為「四象」，正如道教丹道所稱的內煉之象。《西山群仙會真記》提到：「心為朱雀，

腎為玄武，肝為青龍，肺為白虎，亦是四象也。」張伯端《金丹四百字序》則說：「含眼光，擬

耳韵，調鼻息，緘舌氣，是為和合四象。」以上資料參考《中華道教大辭典》，頁 482。 
67 從丹道來談，「五行」指內臟「五行之氣」，以五臟配合五行：腎為水，心為火，肝為木，肺

為金，脾為土。並以五行相生相剋之說，內煉金丹。以上資料參考《中華道教大辭典》，頁

1146-1147。 

 80



於一處，就能成佛、成菩薩。而精、氣、血所聚集的地方，意即丹道所說「中宮」、

「戊己」（又稱中丹），此處為修行者藏氣煉丹之所。並以呼吸法行周天運轉，達

到「煉精化氣」、「煉氣化神」、「煉神還虛」的境界。68

 

    此外，為了使精、氣、神不散，黃天道還奉勸修行人要注意個人的清淨，拋

開所有雜念，使精、氣、神專一，並依時辰行功，以結「聖胎」（仙丹），遠離諸

病。此清淨之法，其經有曰： 

      得道之人，先通內用。養神、養炁、養精，精、神、炁不散，結成大丹，

諸病不生，內觀聖境。⋯⋯作定飲食，四周清淨。內清淨者，眼、耳、鼻、

舌、口也。肚中無食為之清，睡中無憂為之淨，這是內清淨之宮。外清淨

者，眼不視物、耳不聽聲、鼻不聞味、口不開唇，這是外清淨之宮。內用

妙訣，精、炁、神相結也。炁不散，精不走，血不缺，結成大丹。外用妙

訣者，忍辱慈悲也。懼國法，好事行，惡事斷，高知危，破之止，掩人非，

揚人德，惜孤寡，愛憐貧，少奸貪，不嫉妒，行方便，這是外用妙訣。
69

內外妙訣之法，係指去除慾望，使身、心得到平和，方能結成金丹與天地同。正 

如同該經卷〈鑰匙佛如來開天地妙偈分第十四〉提到： 

天地人是三才根，天心地心合人心。天有九宮，地有九宮，人九宮一身尋。

天心無體，地無形，人心無影身內存。天有五行，地有五行，人有五行在

身中。天化精，地化炁風，人化血心長精神。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

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精、炁、神，三關九竅通八門。天有發生長雲

霧，地有發生長蒼根，人有發生成男女，萬物都隨三才生⋯⋯。」黃天道

認為天地人同為一體，若能明白天地運作之理，就能悟道了義，知修行之

秘訣。 

意即明白人與天地同為一體，在明白天地之間的運作道理之後，達到天、地、人

三才的和諧。最後，就能歸宮還源、永續長生。 

                                                 
68【明】伍沖虛，〈天仙正理〉，收錄于《伍柳仙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頁 59。 

69《普靜如來鑰匙通天寶卷》，〈鑰匙佛如來開內外妙訣分第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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